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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!记者张莹 实习生陈月东"根据省卫生

厅通报#

!

月
"

日#我省一名从澳大利亚回国的留学生

张某被省市专家组诊断为甲型
#$%$

流感确诊病例$

这是我省第九例确诊病例!第八例输入性病例"$ 目前

该患者正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接受隔离治疗#病情

稳定$

&

名与其密切接触者已被实施医学隔离观察#未

发现不适症状$

! ! ! !

本报讯 !记者田明"今日#我省高招录取工

作正式拉开序幕$ 今年我省普通类计划招生
'(

万人#专升本计划招生
)*+,

万人#对口升学计

划招生
-*)

万人# 参加录取的学校有
).-(

所$

招生录取工作分六批进行$

参与此次提前批录取的院校%专业种类丰

富 #包括军队院校 #公安院校 #司法院校的治

安学 %侦查学以及刑事科学等经批准的专业 &

普通高校的国防生专业 %航海类专业 %体育类

本科专业 !体育类只分本科批 %专科批 "#以及

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%国际关系学院 %北京电子

科技学院等教育部统一规定 % 有特殊要求的

院校!专业"$

又讯 !记者田明"随着各个批次录取的进行#

考生将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$省招办提醒考生#要

通过以下几种正规途径确认自己是否被录取$

各地考生可通过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

站 !

/001234555*/6789:8;*<=

"%河南招生考试信息

网!

/001244555*/678*<8>9<=

"查询个人录取信息$

无法上网的农村考生可到当地县!市%区"招生

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录取情况$ 另外#考生也

可通过登录报考院校的招生网站或电话咨询报

考院校查询个人录取结果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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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收过后 #我省各地捷报频传 #夏粮生产

再获丰收 $ 今年我省夏粮丰收是在战胜了
&.

年不遇的旱灾后得来的 # 意义十分重大 $ 河

南是中国的大粮仓 #小麦产量占全国的
$ ? +

#

河南夏粮丰收 # 不仅事关河南近
$

亿人口的

吃饭大事 # 同时也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大局 $

按照省委 %省政府和中石油的工作部署 #从
&

月中旬起 # 中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全面启动

(支援 )三夏 *%服务 )三农 *%践行科学发展

观 +系列活动 $

两次大会 六大举措

矢志不渝为民生

(保障)三夏*期间成品油的正常供应#实现夏

粮丰产丰收# 对确保农民增产增收% 支持农业发

展%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#对保增长%保民生%保

稳定意义重大# 也是中石油义不容辞的重任$ +

&

月
$)

日#在中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(三夏+保供服

务动员大会上#总经理陈长青掷地有声$

早在
+

月
)"

日#该公司就召开了全省各分

公司总经理%党委书记座谈会#研究(三夏+油品

保供工作#要求省%市两级公司成立一把手任组

长的(三夏+保供服务指挥部$在
&

月
$)

日的保

供服务动员大会上# 共有来自省% 市加油站的

)..

多名负责人参加# 会议规模盛况空前$ 会

后#该公司全面启动了(支援 )三夏 *%服务 )三

农*%践行科学发展观+活动#成立了(三夏+工作

办公室#在人%财%物方面全力支持(三夏+工作#

实行
)+

小时值班制度$

今年#为支援(三夏+#该公司推出了六大惠

农政策' 一是在去年农业用油每升优惠五分钱

的基础上#今年每升再优惠五分钱#每升共优惠

一毛钱&二是把全省划分为
$-&

个片区#公司派

出
&..

多个 (三夏+ 服务小分队分布到各个片

区#开展送油到田间地头等活动&三是组织公司

-!..

多名党团员 %先进工作者组成 (服务 )三

夏*志愿者+服务队#在全省
-,.

多座农机供应

加油站做好机手接待%站点指引%天气预报%油

品配送等服务& 四是实行全省统一免费客服热

线#负责与各农机局和客户联络&五是划拨专项

资金#在加油站提供免费茶水%防暑降温药品%

维修工具%临时休息点等&六是强调油品质量管

理和安全#保证油品质量
$..D

合格#数量
C..D

足够#加油
C..D

安全快捷$

一腔赤诚 万余爱心

中石油倾情#三农$

&

月
EC

日至
"

月
C

日#正值(三夏+关键时

期#陈长青专门来到许昌%漯河%周口%开封等分

公司和西平油库#检查(三夏+支农准备工作$他

强调#各分公司要全力做好(三夏+工作#坚持积

极主动%优质优惠的原则#公司和分公司都要主

动与政府对接汇报#积极接受任务#充分准备#

快速反应#要站在支援麦收%支持农业%支持地

方经济发展的高度#通过价格优惠%延长服务时

间%开辟绿色通道%送油到田间地头%给农机手

赠送防暑用品等一系列措施#切实做好(三夏+

服务工作$

中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充分发挥国有企业

资源供应主渠道的作用# 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

责任和社会责任$一方面及时和上级沟通协调#

实行满库存运转& 另一方面调配
E..

多辆油罐

配送车#全力服务地方(三夏+生产$

据不完全统计#截至
"

月
C&

日#中石油河

南销售分公司累计销售优惠价格农用柴油
"

万吨 #向社会让利
C...

多万元 #累计出动义

务帮扶人员
C9E

万人次 # 支持收割小麦
F...

多万亩$

(中国石油作为国内最大的油气生产商

和供应商 #支援农业生产 %支持地方经济发展

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#我们爱农 %支农 %惠

农的脚步将永远不会停息, +陈长青的话语铿

锵有力,

!刘进勇 张利彩 邓娜 丁超"

-./0 1234

---中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倾情服务(三夏+回眸

从
!""#

年开始实行!支援"三夏#优惠五

分钱$到今年的六项措施惠及民生%中石油河

南销售分公司一年一个台阶%给河南父老乡亲

带来更多福音& 刘进勇 邓娜 摄

平安河南巡礼

F..!

年以来# 通许县

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开展政

法干警下基层活动和 (警

铃入户+工程#连续三年荣

获(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+

称号#今年又被评为(全国

平安建设先进县+$

%警铃入户&工程

(警铃一装 # 心里不

慌 &警铃一响 #布下天网 &

警铃一线牵 # 农家保平

安 $ +这是在通许县农村

广为流传的口头禅 #反映

了 (警铃入户 +工程给通

许县农村社会治安带来

的新变化 $

针对农村社会的实际

情况#通许县采取政府补一

点%村委会添一点%个人拿

一点的方式#在全县农村推

广使用警报器$该县把每十

户村民组成一个 (技防小

组+#一户发生警情#十户都

能收到报警信息$

在实施(警铃入户+工

程中# 通许县财政累计投

入建设资金
F."

万元 #乡

镇财政累计投入建设资金

,.

万元 #农户自筹建设资

金
&.

万元 #

E.+

个行政村

的农户全部安装了警报

器 #

(&@

的村子没有发生

可防性案件$

干警下基层

F..!

年以来#通许县抽

调
EC+

名干警深入全县所

有行政村%社区%学校和企

业#零距离服务百姓#近距离

打击犯罪#第一时间化解矛

盾#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$

为了使下基层的干警

真正发挥作用#通许县制定

了明确具体的奖惩标准$ 对

于两次督导连续落后%群众

熟知率达不到
(.@

的干警#

停止原单位工作#自带行李

驻村#限期改变落后局面#仍

然完不成任务的#调离政法

队伍$ 对群众满意率高的干

警#县委%县政府给予嘉奖#

符合职务晋升条件的优先

提拔重用$

帮教安置刑释解教人员

通许县对每个刑满释

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员

建立了信息库#实行网络化

管理#并在开封市率先建立

了规模较大的安置帮教基

地#对各级安置帮教机构制

定了详细的岗位责任制#实

行责任倒查$

F..,

年至今#

共安置刑释解教人员
C,E

人 # 安 置 帮 教 率 达 到

C..@

# 这些人员无一人再

次违法犯罪$

洛宁县农信社开展反假币宣传活动

"

月
F,

日#洛宁县农信社在全县范围内

积极开展反假币宣传活动#收到良好的效果$ 一是迅速

成立以理事长薛治理为组长的反假币领导小组&二是悬

挂宣传横幅
F.

条%印发宣传标语
F...

余条%散发宣传

材料
&..

本&三是在县城重要路段设立咨询台$

!刘守卿"

5678

9:;<=>?@A

本报记者 成睿智

本报讯 !记者丁需学

通讯员蔡卫东 王建勋 "

!

月
!

日# 记者在位于平顶

山市新华区西高皇街道郝

堂村的建宏中央花园建设

工地看到# 十余栋居民住

宅楼已拔地而起$ 该村村

民曹大计告诉记者'(再过

一段时间就能住上新楼房

了# 旧村改造给我们带来

了看得见的实惠$ +

在城中村改造中 #新

华区坚持 (拆安并举 %利

民益民 +的原则 #各开发

改造指挥部和各镇 %街道

!管委会 "及村 (两委 +上

下联动 #周密安排 #前期

调查摸底一户不漏 %户户

建档 #拆迁补偿方案公开

透明 #补偿协议签订到户

到人 #补偿 !物 "按 协 议

足额发放到位 $对城中村

改造的方案 # 该区按照

(

+GF

+工作法 #广泛征求

村民意见 #不断完善民主

决策 #重要决定实行阳光

操作 #有力地推进了和谐

拆迁 $

本报讯 !记者马如钢

通讯员崔保全"(每亩追施

尿素
C.

公斤#施肥后要抓

紧浇一遍大水# 等地表土

壤发白时再除草.. +

!

月
!

日# 修武县兴农科技

服务部技术员赵江涛正在

田间为农户讲解玉米苗管

理技术$

眼下# 正值玉米苗追

肥%管理的关键时期$ 在修

武县#像兴农科技服务部这

样#立足当地种植%养殖生

产服务#踊跃担当传播农业

实用技术的科技个体户达

C&-

家# 从业人员达
CF..

多人#他们被当地农民亲切

地称为科技(二传手+$

据了解# 该县的科技

(二传手+ 主要有信息咨询

型%科技产品经营型和生产

服务型三种类型$ 科技(二

传手+每年为农民传递科技

致富信息
&...

多条# 推广

实用技术
F&.

多项&种植业

年均每亩新增效益
CF.

多

元#畜牧养殖业综合效益提

高
C.D

以上$

本报讯 !记者伊胜利

通讯员王宏博 臧振峰 "

!

月
&

日#杞县城郊乡平厂村

众鑫农产品合作社理事会的

"

名党员聚在一起# 商量成

立合作社党支部的事儿#并

向乡党委写出了申请报告$

据该合作社理事会理

事长 %村党支部书记翟渊

启介绍 '(目前 #村里
(.D

的农户都加入了众鑫农

产品合作社 #随着党员人

数的增加 #合作社成立党

支部的条件已经成熟 $ 我

们成立合作社党支部的

目的 #就是在帮助农民增

收中充分发挥党员的积

极性和创造性 $ +

据统计#目前杞县全县

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

到
""

个#拥有党员
&&"

名#

均建立了党组织$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#

近年来#随着农业产业化的

推进% 产业链条的延伸#党

的组织建设出现了盲点#已

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化发展

的需要#杞县创新基层党组

织设置方式#提出(把党旗

插在产业链%推动产业大发

展+党建创新战略#推动农

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$

本报讯
H

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邓金 慧王雷
I!

月
!

日上午#偃师市缑氏镇玄奘故里旅游区开发建设重点项

目---玄奘寺改造工程开工建设$

玄奘寺位于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# 坐落在景山之

阳%休水之滨#是纪念伟大的旅行家%翻译家%哲学家%佛

教理论家%世界历史文化名人玄奘的重要菩提道场$

据介绍#根据总体规划#玄奘寺总占地面积为
,9&

万多平方米#建筑面积为
-9,

万平方米#建设周期暂定

为
-

年# 总投资约为
-

亿元# 建成后将成为集佛教圣

地%休闲修学%旅游观光%学术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建

筑群#其
))&&

平方米的大雄宝殿可容纳千名僧人同时

进行佛事活动$

本报讯 !记者高留安 通讯员王化远"青铜器%玉

器%骨器%石器#件件珍品$ 历时
(

个月%出土文物
)!&

件的正阳闰楼古墓群#日前完成了考古发掘工作$专家

称# 此次发掘填补了豫南地区汉代以前考古工作的一

项空白$

闰楼古墓群地处正阳县傅寨乡傅寨村境内# 是一

座商周时期的贵族及平民墓群$ 自
)..!

年
(

月盗墓分

子瞄上此处墓群后#正阳县委%县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发

掘工作#成立了考古发掘工作领导小组#制定了严密的

保护方案#安排县公安局%文化局和傅寨乡政府组建巡

查保护联防队#

)+

小时值班# 先后打掉盗墓团伙
"

个#

抓获犯罪嫌疑人
-)

名#缴获赃车
$

部$

)..,

年
(

月
)(

日# 正阳县政府拨出专款
).

万

元#会同省文物局%驻马店市文化局开始了抢救性发

掘$ 经考古发现#古墓群共建有从商周至明清不同时

期的墓穴
$+(

座 #总发掘面积达
$9,

万平方米 #确证

房基%灰坑%井%窑等遗迹
-.

余处$

杞县

BCDEFGHI

修武县

JK9LMN>OPQ

平顶山市新华区

RSQTUVW

!"

正阳县一商周古墓群
XYZ[\]

偃师市投资 $亿元
^_`ab

! !

%

月
%

日%新蔡县栎城乡六里棚村!乡村音乐周$拉开序幕&当日%六里棚中村学校学生用小提琴'二胡'小号等乐器%为张庄自

然村群众演唱(谁不说俺家乡好)'(我爱你%中国)等爱国主义歌曲& 据中村学校校长介绍%学校准备利用一周的时间%在六里棚的

&

个自然村巡演%让爱国之歌唱响全村& 赵学风 摄

!"#$%&'()*+,

省招办提醒考生应通过正规途径确认录取

%

月
$

日% 平舆县庙湾镇冯庄村农民在采摘黄花

菜& 近年来%该镇引导农民种植黄花菜优良品种%目前

已发展黄花菜
'"""

余亩%每亩可收入
$(""

多元&

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

!"#$% &'()*

cdefgh4i

据新华社北京
#

月
#

日电 针对
5

日在新疆乌

鲁木齐市发生的打砸抢烧

严重暴力犯罪事件#中国伊

斯兰教协会会长哈吉/希拉

伦丁/陈广元
2

日在接受新

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'(暴

徒的行为严重地违背了伊

斯兰教的基本精神#是严重

的违法犯罪行为#我作为中

国伊斯兰教协会的负责人#

对此表示严厉的谴责和非

常的愤慨$ +

陈广元强调说#伊斯兰

教的宗旨是讲和平% 讲中

庸%讲人道#伊斯兰一词本

身的意思就是和平与安定$

(我们国家安定团结 #

正在发展和改善民生$恰恰

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# 这些

暴徒破坏了社会稳定 #破

坏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#

破坏了社会秩序$ +陈广元

认为# 这件事情不是孤立

的# 因为它受到境外民族

分裂主义势力的纵容 %唆

使和指挥$ (这是他们有组

织%有计划%有预谋搞的一

起打砸抢烧事件# 非常残

忍#非常不得人心$ +

据新华社北京
#

月
#

日电

外交部发言人秦刚
2

日在例行记

者会上说#希望其他国家在事实面

前#认清境外(东突+恐怖分裂势力

的本质#不以任何方式为其提供同

情和支持$

秦刚在回答有关新疆 (

2

/

5

+

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提

问时指出'(有关部门近两天已经

陆续公布了以 )世界维吾尔代表

大会* 为首和热比娅为代表的境

外分裂势力参与%煽动%策划这起

事件的事实证据$ 相信随着对事

件的进一步调查# 事实真相将进

一步大白于天下$ +

秦刚介绍说#热比娅是犯有危

害国家安全罪并涉及严重经济

犯罪 #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刑的犯

人 # 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

虑 #允许其保外就医 $ 她在保外

就医前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不会

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#近年

来一系列事实证明 #她完全是在

欺骗世人 $ 到了国外之后 #她一

直在从事分裂中国 #破坏民族团

结 #破坏新疆和谐稳定的活动 $

(对于这样一个人 # 我们要

求国际社会不要向她的分裂活

动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甚至纵

容 $ +秦刚说 $

外交部发言人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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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新华社乌鲁木齐
#

月
#

日电 乌鲁

木齐市委%市政府
2

日在此间举行新闻发

布会#就(

2

/

5

+事件处置及善后情况进行

通报$

乌鲁木齐市市长吉尔拉/衣沙木丁

说#截至
4

日
AA

时#据不完全统计#(

2

/

5

+

事件已造成
B54

人死亡#

BCDC

人受伤&

E4C

余辆机动车被烧被砸#其中
33

辆是警车&

EC6

家店铺%门面和
E

幢楼房被焚毁#过火

面积达
54D5C

平方米$

(

2

/

5

+事件给乌鲁木齐市的各族居民

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$ 乌鲁木

齐市委书记栗智说#事件发生后 #乌鲁木

齐市全面启动紧急防控预案#及时组织部

署警力奔赴事态严重地点依法果断处置#

实行交通管制%维持秩序%疏散围观群众%

设置警戒线#防止事态扩大$ 与此同时#还

组织警力沿事发市区营救被困群众#并根

据有关法律法规#搜捕打砸抢烧犯罪嫌疑

人$ 截至
4

日
EF

时#警方共留置%审查犯

罪嫌疑人
BCCC

余人$

目前已造成 !"#人死亡

#$%&'()*!+",-./012

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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